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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 月 16 日袁 我县召开 2014 年

度目标责任考核工作大会遥 对全县 2014 年

度工作任务指标完成情况尧项目建设尧领导

班子和市管干部尧 党风廉政建设进行考核袁
同时开展野一报告两评议冶工作遥运城市委第

八考核组莅临考核遥
会上袁县委书记尧县长卫再学代表党政

领导班子作述职报告和个人述职述廉报告袁
同时对全县 2014 年度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进

行报告遥
卫再学说袁一年来袁在市委尧市政府的正

确领导下袁我们准确把握县情特征袁大力实

施抓项目尧抓环境尧抓作风野三抓战略冶袁推动

了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呈现出稳中求进的良

好态势袁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袁一是坚守党

的政治纪律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袁坚决落实上级党委的各项决策

部署袁制定实施了叶绛县实施野六权治本冶尧推
动野六大发展冶实施方案曳袁组织了野三对照三

反思冶主题讨论袁引导党员干部带头把自己

摆进去袁接受作风建设新的洗礼袁努力提升

野三个能力冶尧争做野三个楷模冶曰二是深入落

实市委尧市政府制定的叶园区化发展集群化

招商实施方案曳尧叶农业现代化实施方案曳和
叶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曳野三个方案冶袁转变发

展方式袁有效推进经济社会发展袁组织开展

了领导干部尧招商小分队尧全体党员干部等

多层次尧全范围的系统学习袁挖掘资源禀赋袁
强化顶层设计袁 找准绛县发展方向和路径袁
促进了经济社会各项事业逆势增长曰三是认

真落实野两个责任冶袁全面强化党的建设袁牢
牢把握野严尧廉尧干冶三个字袁以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活动和正在开展的学习讨论落实活动

为契机袁从严治党袁使全县党员干部作风焕

然一新遥
就绛县 2014 年度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袁

卫再学说袁2014 年以来袁我县严格标准袁规范

程序袁按照野守住底线尧用好干部尧干成事情尧
不出事情冶的思路袁树立正确用人导向袁把合

适的人放到合适的岗位上遥共分 5 个批次调

整干部 79 人次袁干部队伍结构进一步优化袁
逐步形成了知识层次较高袁 老中青梯次配

备袁科学合理的干部队伍结构遥具体做法是袁
增强了政治敏锐性袁站稳政治立场袁始终把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干部工作

的根本遵循袁创新了工作机制尧严格选任程

序袁营造弊革风清的选人用人环境袁强化了

干部监督袁坚持从严治吏袁全面净化政治生

态袁开展专项整治袁进一步提升领导班子和

干部队伍整体素质遥
卫再学要求袁下一步袁我们将依照上级

有关要求袁积极稳妥地推进整改消化袁认真

开展好野三个一批冶工作袁坚决刷新吏治袁不
断规范提高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科学化尧规范

化水平袁为建设野廉洁绛县尧和谐绛县尧实力

绛县冶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遥
会议以填写测评表的形式对 2014 年度

市管领导干部进行考核测评袁 对全县 2014
年度目标责任考核进行社会评价遥

马宁良

我县 2014 年度目标责任考核
“亮”干货

本报讯 近日袁县纪委监察局召开专

题会议袁 就 2015 年案件查办工作进行动

员部署遥 各乡镇纪委书记尧县直单位纪检

组长尧 县纪委监察局机关全体人员参加

会议遥 县纪委常委郭英才主持会议遥
会上袁县纪委副书记尧监察局局长魏

明春重点对 2015 年全县纪检监察机关案

件查办工作做了具体安排部署遥
县委常委尧纪委书记邵建设就进一步

做好今年的案件查办工作做了讲话遥 邵

建设指出袁 随着反腐倡廉工作的不断深

入以及纪检监察部门自身野三转冶的不断

深化袁 案件查办工作已成为了纪检监察

机关主业中的主业遥
邵建设强调袁全县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和广大纪检监察干部一是要进一步认清

办案形势袁做到鼓足干劲办案遥 树立危机

意识尧紧迫意识尧追赶意识袁不断增强政

治定力袁在查办案件上再次吹响集结号尧
冲锋号袁做好打攻坚战尧持久战的心理准

备曰二是要进一步提升办案能力袁做到敢

于善于办案遥 采取提升业务能力和强化

内部问责野两手抓冶袁一方面袁苦练内功提

升战斗力袁 全面提高纪检监察干部的办

案能力和水平遥 另一方面袁强化问责提升

执行力袁 确保案件查办工作任务落实到

位曰三是要强化自身建设袁树立纪检监察

干部新形象遥 要按照王儒林书记提出的

野铁纪尧铁军尧铁腕冶和黄晓薇书记提出的

野责任尧作风尧能力冶六字要求袁深化改革

加快野三转冶袁不断加强对全县纪检监察

干部的教育尧管理和监督袁用铁纪打造一

支忠诚于党尧忠诚于人民尧忠诚于纪检监

察事业的钢铁队伍袁 为切实履行好监督

责任提供组织和作风上的保障遥
会上袁四名案件查办一线的纪检监察

干部代表就如何执好纪尧 办好案作了表

态发言遥

县纪委监察局召开动员会安排部署 2015 年
案件查办工作

本报讯 3 月 20 日袁全省打黑除恶专

项斗争推进活动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

召开遥 县委常委尧政法委书记孙晓袁政府党

组成员尧县公安局局长姬凌鹏等在我县公

安局收听收看会议遥
山西省副省长尧公安厅厅长刘杰宣读

了 叶全省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推进年活动实

施方案曳遥
会议指出袁2015 年是打黑除恶斗争

推进年袁 要在全社会形成打黑除恶的高

压态势遥
省委常委尧 政法委书记王建明在讲话

中强调袁各级党委政法系统要统一思想尧提
高认识袁增强打黑除恶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曰
要强化措施尧攻坚克难袁始终保持打黑除恶

的高压态势曰要加强领导尧深入组织袁为打

黑除恶的高压态势提供保障遥

山西省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推进年活动动员部
署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本报讯 3 月 19 日袁全县基层党建工作

会议召开遥 县委常委尧组织部长李希平参加

会议遥
会议传达了省委组织部叶关于进一步加

强和改进党费收缴尧 使用和管理工作的通

知曳精神尧市委组织部党员管理工作会议精

神遥 安排部署了全县党费收缴尧使用和管理

自查等工作遥
李希平要求袁全体党委书记尧工委书记

和组织委员思想上要高度重视基层党建工

作遥要坚持拒腐防变尧规范理财袁强化党风党

纪教育遥推进农村基层议事规范尧民主管理遥
要认真落实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尧村干部目标

管理尧 村务财务党务公开等各项规章制度遥
树立宣传一批廉洁勤政尧制度健全尧执行到

位尧村干部组织能力强尧在群众中威信高的

农村组织先进典型遥 要坚持从严治吏尧管好

自己袁加强干部日常管理遥从严要求自己尧高
质量地推进基层党建工作遥

全县基层党建
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讯 3 月 19 日袁 我县召开 2015
年文体工作会议袁县人大副主任王永华尧
县政协副主席马建萍参加会议遥

县文体广新局局长都俊杰回顾总结

了 2014 年的工作袁 对今年的工作进行了

安排部署遥 2015 年县广体广新局将继续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袁 拓宽思

路尧创新方法尧抓好活动袁在提升公共文

化服务效能和质量上下工夫袁 在完善现

代化文化市场体系上下功夫袁 在构建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上下功夫袁 在依法

管理尧科学管理尧规范管理尧促进文化市

场繁荣发展上下工夫袁 努力开创文化改

革发展的新局面遥
王永华对我县文体广新局的 2014 年

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指出袁 全面做好文

化工作意义重大尧责任重大袁县文体系统

要肯定成绩尧正视差距袁在新起点上争创

新业绩曰要不辱使命尧科学发展袁推进文

体工作再上新台阶袁 要不断推进项目建

设力度袁大力开展文体活动袁积极扶持和

加大文艺精品创作力度袁 加快文化产业

发展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袁为开创全县文

体工作新局面袁 促进富民强县做出新的

贡献遥
会上对 2014 年度文体系统先进个人

和单位进行了表彰遥 赵雪如

我县召开 2015 年文体工作会议

本报讯 3 月 18 日袁2015 年全国打击

侵权假冒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袁会议通

报了 2014 年全国打击侵权假冒工作进展

情况袁并对下一阶段打击侵权假冒重点工

作进行了安排部署袁政府副县长王述江在

我县分会场收听收看了会议遥

会议要求袁要进一步增强打击侵权假

冒工作的坚定性和责任感袁充分认识到打

击侵权假冒工作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制

的重要因素遥 要依法办事尧标本兼治袁抓好

协调统筹和责任落实袁切实增强对当前侵

权假冒事态发展的认识遥 要深入开展重点

领域专项整治工作袁推进农村和城乡结合

部打击侵权假冒工作袁继续巩固和扩大软

件正版化成果袁积极构建全社会打击侵权

假冒工作的新格局遥

杨 超

本报讯 3 月 17 日袁 政府副县长毕冠

军先后来到冷口乡和安峪镇袁对绛县天润风

电有限公司冷口乡风电场二期工程尧异顺太

阳能设备生产制造有限公司的工程进展情

况进行了实地查看遥
绛县天润风电有限公司冷口乡风电场

是我县重点项目袁 总投资约 13 亿元袁 规划

150 兆瓦袁分三期建设遥 其中袁一期 49.5 兆瓦

工程已投入使用袁总投资 5 亿元的天润风电

二期项目袁已动工建设遥
在施工现场袁毕冠军详细了解了工程的

进展情况袁并希望公司在工程建设中袁始终

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袁 高度重视安全管理袁采
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进一步提升全员的安全

意识袁确保工程安全稳步推进遥 要注重森林

防火袁 提升施工人员与附近居民防火意识袁
消除火灾隐患袁要注重环境保护袁减少植被

破坏袁对已造成的植被破坏要尽早恢复遥
山西异顺太阳能设备生产制造有限公

司位于安峪镇孙王村袁 主要从事太阳能取

暖尧太阳能发电等设备的研发尧生产尧销售等

服务遥 毕冠军查看了新厂房的建设情况袁就
公司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与企业负责人

进行座谈交流袁并提出指导性建议遥 杨 超

2015 年全国打击侵权假冒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毕冠军调研我县
新能源项目建设
情况




